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3023 號 

被處分人：甲○○  君 

 

被處分人：乙○○  君 

 

被處分人：丙○○  君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擔任或代理「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事

長期間，自行訂定荖葉、荖花價格，並以手機簡訊通知協

會會員，核屬以不正當方法，使其他事業不為價格競爭之

行為，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9 條第 4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甲○○新臺幣 8萬元罰鍰。 

處乙○○、丙○○各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來函檢舉略以：本會前於 101 年 4 月 25 日決議處分台

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監事，並告知渠等應停止違法行

為。惟該協會改組後，新任理事長乙○○仍持續報價，並

以手機簡訊通知所有會員，每半個月報價一次，已造成中

盤商與產農紛爭，並聲稱所報價格係前一日之交易價格，

並未違反公平交易法。 

二、調查過程： 

（一）函請檢舉人補充提供資料與說明： 

1、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事長於每星期一、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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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開會決定荖葉、荖花交易價格（寄出價及產地行

情），渠等不簽到，亦不留會議紀錄，由總幹事以手

機簡訊通知所有會員。該協會每次都決定荖葉、荖花

之寄出參考價（即產地大盤商賣給中盤商之價格），

荖葉、荖花產地參考價（產農賣給大盤商的價格）則

是半個月報價一次。 

2、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之理事長及理監事等為種

植荖葉、荖花較多或承攬荖葉、荖花園眾多之業者，

有關報價均有利渠等自身，並未依據市場供需狀況報

價，當渠等產量多時即報高價，自身產量少時則報低

價，報價高時，以銷售自身所產荖葉、荖花為主，並

不向產農收購或僅少量收購，產農並未因此受益。 

（二）通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總幹事丁○○到會說明： 

1、 擔任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總幹事，台東縣荖葉荖

花產銷協會會員約 190 位，每年會費 1,800 元，第 10

屆理事長為乙○○，第 11 屆理事長為甲○○，該協

會每年 5月底召開會員大會，同時改選理監事，另每

3個月開一次理監事會議。 

2、 臺東縣荖葉、荖花於每星期一、四交易 2次，原星期

三也有交易，惟自 102 年 5 月間，貨運業者以星期三

交易量過少為由，不願意載運，故星期三已不再交

易。倘下游中盤商仍有需求，大盤商須自行透過宅急

便或新竹貨運等寄送荖葉、荖花。 

3、 該協會理監事大盤商於 101 年遭本會處分後，即不再

召開會議討論荖葉、荖花的行情，惟基於服務會員的

立場，該協會第 10 屆理事長乙○○於 101 年 6 月 1

日上任後，自行訪價並決定荖葉、荖花價格後，以電

話告知決定之價格，再由總幹事以手機簡訊通知所有

協會會員及少數會員親屬，約 210 位左右。102 年 2

月初則改由該協會常務理事丙○○決定荖葉、荖花價

格，原則上理事長有事時，則由丙○○代理協會會

務。另該協會第 11 屆理事長甲○○於 102 年 5 月底

上任，接續前任理事長乙○○之報價方式，於交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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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洽詢其他理監事或交易量較大之會員瞭解供貨

量等資訊後，決定荖葉、荖花寄出參考價，再由其以

簡訊通知所有會員。荖葉產地參考價則是半個月決定

一次，荖花產地參考價則是一個月決定一次。 

4、 簡訊中寄出參考價後方加註「實收」是希望會員都以

該價格交易，至於「退碼」則是每台斤之折讓數，退

1碼則是每台斤減 10 元，可讓會員交易時有些彈性空

間。荖葉、荖花價格簡訊雖然只通知會員，但該參考

價格資訊在臺東縣是流通的，大盤商不管是否加入該

協會都會參考這個價格交易荖葉、荖花。 

（三）通知被處分人乙○○、丙○○與甲○○等 3 人到會陳

述： 

1、乙○○ 

（1）經營荖葉、荖花生產近 40 餘年，種植荖葉 8 分地;

荖花 4 至 5 分地，生產後銷售予臺東大盤商。擔任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 10 屆理事長（之前亦曾

擔過一屆理事長）。惟於農曆春節前即將理事長職務

交給常務理事長丙○○。另 102 年 5 月 21 日該協會

改選，新任理事長為甲○○。 

（2）雖瞭解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 8 屆理監事固定

於荖葉、荖花交易日召開會議共同決定荖葉、荖花

參考價格，違反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禁止規定，經

處分在案，惟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報價，並以

簡訊通知會員的事情已實施多年，自 101 年 6 月 1

日擔任協會理事長後，每次交易日會員或其他理監

事會打電話來洽詢相關市場狀況，其依據會員，理

監事提供的資訊，判斷當天供需狀況，決定當日荖

葉、荖花寄出價格，約於下午 3 點至 5 點間請總幹

事以簡訊通知會員，作為會員大盤商與消費地中盤

商交易荖葉、荖花之參考，然後於半個月後決定荖

葉產地價格，再將貨款付給產農，荖花則是在一個

月後決定產地價格，大盤商會員每台斤只賺取 20 至

30 元固定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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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簡訊中加註「退碼」則為每台斤之折讓數，退 1 碼

則每台斤減 10 元。至於簡訊中的參考價註明為「昨

日荖葉、荖花寄出參考價」，其實是當天的寄出參考

價格。另大盤商與產農交易之產地價格部分，主要

是寄出參考價格有可能會被產地中盤商壓低，而大

盤商要在寄出參考價格確定後，再加上部分利潤

後，才決定產地價格。 

2、丙○○ 

（1）從事荖葉、荖花運銷業務近 20 年，種植荖葉約 7公

頃（部分與他人合夥），荖花數分地，自產不足部分

則向其他產農收購，每次交易日荖葉交易約 20 至 30

件（每件約 40 至 50 台斤），荖花約 100 台斤。台東

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成立之初即入會，擔任第 10 屆

常務理事（之前曾擔任幾屆理事），102 年 5月 21 日

該協會召開會員大會選出第 11 屆理監事後卸任。另

臺東縣荖葉、荖花於每星期一、四交易 2 天，據運

輸業者表示，目前委託渠等運送荖葉、荖花者約 300

人，故臺東縣荖葉、荖花大盤商數目約 300 人。 

（2）雖瞭解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 8 屆理監事因固

定於荖葉、荖花交易日召開會議共同決定荖葉、荖

花參考價格，違反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禁止規定，

並經處分在案，惟因理事長乙○○不想繼續提供荖

葉、荖花報價，爰於 102 年農曆春節後接續該協會

荖葉、荖花報價事務，於交易前洽詢其他會員有關

荖葉、荖花市場資訊後，決定當日寄出參考價格，

並由總幹事以簡訊通知會員，作為會員大盤商與消

費地中盤商交易荖葉、荖花之參考。另在確定與產

地中盤商之交易價格後，才會決定產地價格，將貨

款付給產農。一般而言，荖葉產地參考價是在半個

月後決定，荖花產地參考價則是在一個月後決定。 

（3）總幹事傳送之荖葉、荖花價格簡訊中加註退碼則為

每台斤之折讓數，退一碼則每台斤減 10 元。至於簡

訊內容中荖葉荖花寄出參考價格前面加上「昨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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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其實是參考其他農產品報價情形，也是延續之

前乙○○理事長的作法，雖然簡訊文字是昨日荖葉

荖花寄出參考價格，但其實也是讓會員作為當日交

易價格的參考。另大盤商與產農交易之產地參考價

格部分，因為寄出參考價格有可能會被消費地中盤

商壓低，因此，大盤商必須在與中盤商之交易價格

決定後，再決定產地價格，假如同時決定寄出參考

價格及產地參考價格，有可能造成大盤商與中盤商

的最後交易價格低於產地價格之情形，這樣大盤商

會在交易中面臨虧損。 

（4）該協會理監事於 101 年經本會處分後，已經做了許

多改進，該協會已經不再開會決定價格，也至臺東

縣政府、縣議會等陳情協助，因此應會員請求，持

續為會員提供參考價格。 

3、甲○○ 

（1）從事荖葉、荖花運銷行業超過 30 年，種植荖花 2,000

株（1 甲地可種 2,500 株荖花），自產不足部分則向

其他產農收購，荖葉則以現金向農民收購，銷售荖

葉、荖花數量不多，主要是幫協會大盤商調貨，每

次交易日荖花交易約 100 多台斤，荖葉約 6至 7件。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之前身聯誼會時即已擔任

幹部，該協會成立之初，因轉行從事其他業務，因

此於數年前始入會，擔任過理事、監事、常務監事

等職務，並擔任第 9、11 屆理事長。 

（2）雖瞭解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 8 屆理監事因固

定於荖葉、荖花交易日召開會議共同決定荖葉、荖

花參考價格，違反公平交易法聯合行為禁止規定，

並經處分在案，惟因擔任理事長，基於服務會員，

透過自行訪查，或電話洽詢其他會員之方式，蒐集

荖葉、荖花市場供需狀況後，於交易日決定荖葉、

荖花寄出參考價格，並由總幹事以簡訊通知全部會

員，作為會員大盤商與消費地中盤商交易荖葉、荖

花之參考。雖然前任理事長是半個月決定一次荖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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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參考價，每月月初決定上個月的荖花產地參考

價，惟擔任第 11 屆理事長後，荖葉、荖花的產地價

格都是半個月決定一次，也是由總幹事以簡訊通知

所有會員，所決定之產地參考與寄出參考價約有 2

到 3 成價差，其目的在於保障產農權益，臺東縣產

農都非常認同其決定之參考價格，所以有非常多產

農加入該協會。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事業不得為之：....四、

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他事業不為價格之競

爭、參與結合或聯合之行為。」該條第 4 款所規定之主要

違法行為類型含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所謂「脅

迫」，係指以將來之不利與惡害告知交易相對人，使其心生

畏懼；所謂「利誘」，則指允諾或實際提供一定之利益，而

足以影響他事業之意思決定者；所謂其他「不正當方法」，

係指「脅迫」、「利誘」以外之其他一切不正當方法，並非

以具有「脅迫」、「利誘」之共同特徵為限，即不以相對人

之交易意願受到脅迫、利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且認定

上得自行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市場地位、所屬市場

結構、履行情況及商業倫理等綜合判斷。舉凡促使他事業

不為價格競爭或參與結合、聯合行為之手段或方法，違反

商業倫理及效能競爭，對於競爭秩序產生不良影響而具可

非難者，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均屬之。 

二、 被處分人甲○○、乙○○及丙○○等明知臺東縣荖葉荖花

大盤商透過「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運作提供荖葉、

荖花交易價格資訊係屬聯合行為，業經本會處分在案，仍

於擔任或代理理事長期間持續蒐集市場供需資訊，自行訂

定荖葉、荖花價格，並以手機簡訊通知會員作為交易依據

之行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4款規定，理由論析

如下： 

（一）查乙○○於臺東地區種植荖葉、荖花近 40 年，並將生

產之荖葉荖花銷售予大盤商；另甲○○與丙○○皆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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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地區之荖葉、荖花大盤商，並長期從事荖葉、荖花收

購與批發等運銷業務，故被處分人甲○○、乙○○與丙

○○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2條第 4款規定「其他提供商品

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之事業定義。 

（二）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第 8屆理監事等 18 位大盤商

前因定期召開會議共同決定荖葉、荖花參考價格，足以

影響臺東縣荖葉荖花供需功能，經本會 101 年 4 月 25

日第1068次委員會議決議違反公平交易法第14條第1

項本文聯合行為禁止規定，並經本會以 101 年 5 月 9

日公處字第 101051 號處分書處分 18 位盤商在案。其中

甲○○為被處分人之一，另乙○○、丙○○於到會說明

時皆表示知悉前開處分事宜，是甲○○、乙○○及丙○

○等知悉臺東縣荖葉荖花大盤商透過「台東縣荖葉荖花

產銷協會」運作提供荖葉、荖花交易價格資訊係屬聯合

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三）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理監事大盤商經處分

後，即不再召開荖葉、荖花訂價會議，惟為避免會員間

因競價銷售、收購荖葉、荖花，損害彼此利益，被處分

人乙○○於 101 年 6 月 1 日擔任該協會第 10 屆理事長

後，即固定於荖葉、荖花交易日向其他會員洽詢荖葉、

荖花市場供需概況後，自行決定荖葉、荖花寄出參考價

格，再由協會總幹事以手機簡訊通知協會會員，作為會

員大盤商與消費地中盤商交易荖葉、荖花之參考；另於

半個月、1個月後再分別決定荖葉、荖花產地參考價，

亦由該協會總幹事以簡訊通知會員，供會員大盤商據以

付款給產農。102 年春節（2月 10 日）後，由該協會常

務理事丙○○代理理事長職務，接續荖葉、荖花報價事

宜至任期結束（102 年 5月底）。102 年 5 月底該協會第

11 屆理事長甲○○上任後，除接續前開報價事宜，另

將荖葉、荖花產地參考價統一改為每半個月報價一次。

以上事實為被處分人乙○○、丙○○與甲○○等到會陳

述時所不爭者。 

（四）次查被處分人等訂定並傳送會員之荖葉、荖花價格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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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內容，分為寄出參考價與產地參考價，其中荖葉有「小

枝」、「大枝」2 種品項，荖花亦有「上花」、「丁花」2

種品項。例如 102 年 6月 6日荖葉荖花參考寄出價格簡

訊內容為「小枝 130 大枝 100（退 2 碼）上花 70 丁花

40（實收）」。另 102 年 6 月 20 日荖葉荖花產地參考價

為「荖葉 6/4-10（小 70 大 50）11-13（小 90 大 70），

荖花 6/4-13（上 50 丁 20）」。再依丁○○到會時亦表示，

簡訊中加註「實收」是希望會員以此價格與下游中盤商

交易，「退碼」則是指會員與下游中盤商交易時之最高

折讓數，「退 2碼」則是希望會員每台斤最多可折讓 20

元，故被處分人等前揭行為在於引導會員依據渠等所訂

價格進行交易，促使會員不為價格競爭之動機與目的甚

明。從而，被處分人等明知臺東縣荖葉荖花大盤商透過

「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運作提供荖葉、荖花交易

價格資訊係屬聯合行為，業經本會處分在案，仍持續蒐

集市場供需資訊，自行訂定荖葉、荖花參考價格，並以

簡訊通知協會會員，促使協會會員不為價格競爭，損害

以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為本質之市場交易秩

序，具有商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核屬以不正當方法，

使他事業不為價格之競爭之行為。 
（五）雖然臺東地區內從事荖葉、荖花檳榔運銷之大盤商總

數約 300 餘人，而加入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之大盤

商僅 100 餘人，惟非會員之大盤商皆可輕易且即時取得

該等以手機簡訊傳送之價格資訊，並依據或參考該等價

格與農民及中盤商交易，是被處分人等前揭訂定荖葉、

荖花價格，並以手機簡訊通知協會會員之行為，已直接

限制大盤商彼此間之價格競爭，足以影響臺東縣荖葉、

荖花市場之供需功能。 

（六）再依被處分人等到會陳述意見表示，為避免會員在交

易中產生虧損，渠等變更協會原來同時決定荖葉寄出參

考價及產地參考價之報價模式，改為先決定寄出參考

價，待大盤商與中盤商交易價格確定後，再決定產地參

考價，並據以付款予產農。按被處分人等透過變更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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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將大盤商在交易過程中可能因價格變動，產

生虧損之風險，完全轉嫁予產農承擔，大盤商只須依據

渠等所訂價格交易，即可確保獲利，增加會員依據被處

分人等所訂價格進行交易之誘因，已實質減損會員間之

價格競爭。 

三、綜上論結，被處分人甲○○、乙○○及丙○○等明知臺東

縣荖葉荖花大盤商透過「台東縣荖葉荖花產銷協會」運作提

供荖葉、荖花交易價格資訊係屬聯合行為，業經本會處分在

案，仍分別於擔任或代理理事長期間持續蒐集市場供需資

訊，自行訂定荖葉、荖花價格，並以手機簡訊通知其他會員，

核屬以不正當方法，使他事業不為價格之競爭之行為，且有

限制競爭之虞，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2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